
巴塞回穩迎擊馬拉加

足 球 直 播 精 彩 時 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日職 川崎前鋒 鹿島鹿角 今晚6：00p.m. C64/C203
日職 廣島三箭 名古屋鯨魚 今晚6：00p.m. C61/C201
英冠 打比郡 列斯聯 今晚7：05p.m. T301
英超 紐卡素 阿仙奴 今晚7：45p.m. n621
德甲 奧格斯堡 恩高斯達特 今晚9：30p.m. C63
德甲 科隆 漢堡 今晚9：30p.m. C64/C203/n672
德甲 緬恩斯 漢諾威 今晚9：30p.m. C62/C202
德甲 史特加 法蘭克福 今晚9：30p.m. C61/C201/n670
英超 阿士東維拉 新特蘭 今晚10：00p.m. n625
英超 般尼茅夫 李斯特城 今晚10：00p.m. n633
英超 車路士 水晶宮 今晚10：00p.m. n621
英超 利物浦 韋斯咸 今晚10：00p.m. n623
英超 曼城 屈福特 今晚10：00p.m. n622
英超 史篤城 西布朗 今晚10：00p.m. n624
法甲 卡昂 里昂 今晚11：00p.m. n714/T302
意甲 博洛尼亞 薩斯索羅 今晚11：59p.m. T301
英超 熱刺 愛華頓 周日0：30a.m. n621
西甲 皇家蘇斯達 希杭 周日0：30a.m. n632
德甲 拜仁慕尼黑 利華古遜 周日0：30a.m. C61/C64/C201/C203/n670
法甲 里爾 GFCO阿些斯奧 周日2：00a.m. T302
西甲 巴塞羅那 馬拉加 周日2：30a.m. n632
意甲 AC米蘭 安玻里 周日2：45a.m. T301
荷甲 荷華高斯 川迪 周日2：45a.m. n672
葡超 賓菲加 摩里倫斯 周日3：45a.m. n676
西甲 切爾達 華歷簡奴 周日4：00a.m. n633
美職 FC多倫多 蒙特利爾衝擊 周日4：00a.m. T302
西甲 皇家馬德里 貝迪斯 周日4：30a.m. n632
美職 費城聯 新英倫革命 周日7：00a.m. T301
美職 奧蘭多城 芝加哥火焰 周日7：30a.m. T302
美職 侯斯頓戴拿模 溫哥華白帽 周日9：00a.m. T301

註：C為有線、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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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新主帥賓尼迪斯上周西甲首輪作
客僅和希杭0：0，被移入進攻中場的加里夫巴
利和新右閘丹尼路都表現平平。本輪西甲他們
主場鬥貝迪斯（now632台周日4：30a.m.直
播），客隊首戰打和維拉利爾1：1，新簽中場
雲達華治有傷無緣倒戈，他們重回甲組前近4
次訪班拿貝全敗，前鋒賓施馬復出的「銀河戰
艦」力爭主場響勝鼓。

「天使」將飛返班拿貝報仇
皇馬昨晨歐聯抽中鬥廿年前8強後上淘汰過

自己的法甲豪門巴黎聖日耳門（PSG），同組
還有烏克蘭黑馬分子薩克達和陪跑分子馬模。

剛投PSG的阿根廷球星迪馬利亞倒戈鬥去年放
棄他賣給曼聯的皇馬，PSG前鋒伊巴謙莫域亦
遇瑞典母會馬模。賓尼迪斯說：「PSG是強隊
兼有好球員……薩克達歐聯經驗豐富，這組很
難打。」 ■記者梁志達

皇馬皇馬主場主場出出「「斯斯」」不可再失不可再失

比起歐聯備戰，今晚英超早場阿仙奴可謂駕輕
就熟，因之前三季鬥紐卡素，無論主、客場

兵工廠均獲勝。儘管作客時入球率頗低，但阿記
有「喜鵲剋星」法國前鋒基奧特在陣，之前六次
對決他共入8球，令開季至今仍未打開勝利之門的
「喜鵲」劫數難逃。
開季聯賽得勝和負各一的兵工廠，較大隱憂是
一對中堅梅迪薩卡與哥斯尼皆有傷病，只能倚靠
經驗一般的哥林張伯斯跟基比爾包列斯達作為門
將施治的防守屏障。

歐聯又遇拜仁 恐難破宿命
至於歐聯，阿仙奴在F組要面對拜仁、奧林比亞

高斯和薩格勒布戴拿模，兵工廠在2012/13及
2013/14球季皆在歐聯16強被拜仁擊倒，難怪他們
的高層坦言：「若我是誠實的，那我肯定傾向認
為阿仙奴最不想碰上拜仁。」還有，阿仙奴近六
季曾3度不敵奧林比亞高斯，後者絕對是有望突圍
的黑馬。 ■記者 鄺御龍

昨晨歐聯分組抽籤「兵工廠」阿仙奴被抽入和德甲豪門拜仁慕尼黑同組，之前兩屆

對決，兵工廠均被淘汰，所以今屆要搶小組首名認真有難度。回歸英超，今晚作客

「喜鵲」紐卡素的「兵工廠」有「數據王」基奧特在陣，應是 3分穩袋格。

（now621台今晚7：45p.m.直播）

車路士今晚會在史丹福橋
主場迎戰水晶宮（now621台
今晚10：00p.m.直播），客
隊開季2勝1負，稍比上場才
開齋的車仔好點，但近兩季
車仔主場均能戰勝水晶宮，
往績佔優。車仔的比利時中
場夏薩特狀態一般，其國家
隊隊友、門將高圖爾斯相信
加盟後上周亮相即傳射建功
的西班牙翼鋒柏度洛迪古
斯，可助「夏神」重返頂
峰。
將第100次帶領車仔於英超

主場出擊的主帥摩連奴昨於
記者會似暗暗對球證判決有
所不滿：「3場比賽、2個12
碼、兩次10人應戰。」

摩帥歐聯遇舊會
歐聯抽籤，車仔小組遇波

圖、基輔戴拿模和特拉維夫
馬卡比，車仔和波圖出線機
會大。2004年執教波圖時歐
聯登頂的車仔領隊摩連奴鬥
舊會，另他還跟波圖門將卡
斯拿斯曾有過節，兩隊交手
料火花四起。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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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C．朗拿度和蘇亞雷斯上月成為歐洲
足協年度最佳球員候選最後三強，美斯昨獲記
者投以肯定票，以超大比數第二度當選。
美斯是巴塞的入球泉源，上季帶領球隊成就

歐聯、西甲和西盃三冠王。他在頒獎台上說：
「很高興獲此獎，我要多謝隊友，台上我和蘇
亞雷斯只是巴塞團隊的代表，沒大家球會不會
有如此佳績。」另有記者問他是否暫別國家
隊，阿根廷「球王」強調「我沒說過」，粉碎
傳言。
巴塞上周西甲新球季首戰以1：0力克早前西

超盃痛擊己隊的畢爾包，雖然中堅碧基上訴失
敗今周停賽第2場，右閘丹尼爾列十字軍，但

球隊總算穩住早前崩潰的防線。本輪巴塞主場
鬥馬拉加（now632 台周日 2： 30a.m. 直
播），剛回租前鋒舊將辛達告魯斯的馬拉加首
輪主場悶和西維爾，巴塞要以2月主場爆冷敗
給他們的歷史為戒。

主帥安歷基歐聯遇舊會
巴塞歐聯抽籤G組對手有利華古遜、羅馬和

巴迪，絕不易踢，主帥安歷基會面對執教過的
羅馬。

■記者梁志達

美斯美斯

曼城開季三連勝共入8球零失守，今晚英超主
場對三戰未勝的升班馬屈福特（now622台今晚
10：00p.m.直播）確是「實食無黐牙」。「藍
月」領隊柏歷堅尼審視去季問題癥結，表明季初即
要搏盡：「我們（上季）得亞軍並入球最多，只是未
能全年保持一致。」

多次抽入死亡之組欠歐聯命
曼城在歐聯D組卻形勢險峻，因碰上去屆歐聯亞軍祖雲

達斯、憑捧走歐霸盃拿到歐聯席位的西維爾和德甲季軍慕遜加柏，是「死亡D組」，
這亦是曼城近5次征戰歐聯第4次抽入死亡之組，之前不是16強止步便是小組出局，今
屆也形勢危險。西維爾教頭艾馬利說：「意甲、英超和德甲全都在最具競爭性、最講求
能力和最刺激的一組。」祖記高層則強調「不能怕任何球隊」。 ■記者 鄺御龍

曼城強勢撲擊升班馬

膺歐足最佳歐足最佳

利物浦開季2勝1和零失球防守力大增，
今晚主場鬥兩連敗的「槌仔幫」韋斯咸
（now623台今晚10：00p.m.直播），史卡
迪爾跟洛夫雲組成的防線可望力保不失，延
長自1964年起韋斯咸無法在晏菲路球場取勝
的紀錄。另昨晚歐霸分組賽抽籤，利記跟俄
超魯賓卡山、法甲波爾多和瑞士錫永同組，
魯軍和波隊俱有一定實力。 ■記者 鄺御龍

歐霸抽下籤歐霸抽下籤 利記利記英超先英超先扑扑「「槌槌」」

拜仁慕尼黑德甲第二輪後在休足一星期下，
主場迎戰周中歐聯附加賽剛力拚兩回合計總比
數反勝拉素的勁敵利華古遜（有線61、64台
及高清201、203台、now670台周日0：30a.
m.直播），以逸待勞。

客隊亞洲新高價賣孫興民
兩軍頭兩輪俱報捷，拜仁有謝路美保定停賽

及貝拿迪亞倦勤，後防兵源緊張，加上對上兩
季主場僅以一個球差險勝利華，而客隊中場查
漢奴古和比拿拉比也有態，拜仁必須留神。

拜仁昨晨歐聯抽籤
再遇阿仙奴，好在同組
奧林比亞高斯及薩格勒
布戴拿模實力不強，且
近屆都「食住」阿仙
奴，拜仁隊長拿姆說：
「面對阿仙奴又跟好友梅迪薩卡和奧斯爾碰面，
將很緊湊，但我們是大熱門。」另利華古遜23
歲韓國鋒線球星孫興民昨落實加盟英超熱刺，簽
約5年，3000萬歐元（約2.7億港元）轉會費創
亞洲球員身價新高。 ■記者梁志達

德甲「蜂軍」多蒙特昨晨歐霸
盃附加賽次回合主場憑馬高列奧
斯連中三元以及香川真司梅開二
度，加上米希達利恩和根度簡建
功，大勝奧特足球會7：2，兩回
合計總比數怒勝11：5。昨晚歐霸
抽籤，12組每組4隊中頭兩位會
晉級淘汰賽，多蒙特同組較強得
希臘PAOK，出線機會高。意甲
拿玻里同組遇比利時布魯日和丹麥冠
軍米治蘭特，英超熱刺更要遇法甲豪
門摩納哥及比利時安德列治，還有西

甲畢爾包將對陣荷蘭阿爾克馬爾、德
甲奧格斯堡及塞爾維亞柏迪遜，都屬
硬仗。 ■記者梁志達

拜仁以逸待勞佔地「利」

歐霸怒勝晉級 蜂軍蜂軍分組籤運佳分組籤運佳

洛賓取代RVP任橙軍隊長
荷蘭新任主帥丹尼白蘭特在出戰冰島

和土耳其之前宣佈找洛賓代替尹佩斯出
任「橙軍」新隊長，白蘭特在聲明中
稱：「要帶領隊友，尹佩斯和洛賓不比
對方差，但兩者有不同個性。」似暗示
RVP性格不夠積極。

安利簡恩獲德國首徵召
雖在利物浦司職中堅，但安利簡恩卻

獲德國主帥路維賞識，首度召他入國家
隊並擔任右閘，頂替已退出國家隊的前
隊長拿姆。稍後歐國盃外圍賽小組次席
的德國將硬撼第1的波蘭和第3的蘇格
蘭，兩場都是大戰，可見路維對簡恩非
常信任。

迪基亞入選「狂牛」大軍
雖然今季被曼聯雪藏，但西班牙門將

迪基亞離奇入選西班牙大軍，為歐國盃
外圍賽C組對斯洛文尼亞和馬其頓的兩
仗做準備。另傷癒康復的車路士前鋒迪
亞高哥斯達相隔近一年再獲「狂牛」重
召。 ■記者鄺御龍

■■歐足協主席柏天尼將獎座頒給美斯歐足協主席柏天尼將獎座頒給美斯，，CC‧朗拿度‧朗拿度
（（中中））據悉早知不會獲獎下仍大方出席據悉早知不會獲獎下仍大方出席。。 路透社路透社

■■巴利會否又移入中巴利會否又移入中
路進攻路進攻？？ 法新社法新社

■■巴塞鋒將蘇亞雷斯在歐巴塞鋒將蘇亞雷斯在歐
足協頒獎禮偷瞄索女主持足協頒獎禮偷瞄索女主持
人的屁股人的屁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基奧特多次攻破紐卡基奧特多次攻破紐卡
素大門素大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利記中場菲臘比古天奴利記中場菲臘比古天奴
製造入球機會製造入球機會。。 法新社法新社

■■曼城新翼史達寧聯曼城新翼史達寧聯
賽未開齋賽未開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摩帥盼重回勝摩帥盼重回勝

軌軌。。 路透社路透社

■■紐卡素守將高洛仙尼紐卡素守將高洛仙尼（（右右））
和希達拉能否抵擋住和希達拉能否抵擋住「「兵工兵工
廠廠」」的攻勢的攻勢？？ 法新社法新社

■■（（左起左起））馬高列奧斯馬高列奧斯、、曉姆斯跟曉姆斯跟
米希達利恩向球迷致謝米希達利恩向球迷致謝。。 路透社路透社

■■孫興民簽約。


